
★ Fremont 列全美"最健康城市"第18名

做修改将于2020年实施。

孔子学院美西大会在圣地亚哥举行

★菲蒙学区于5月3日对在学区进行所谓的 
“3R”性教育课程进行听证。争论激烈。一

位支持的家长称性课程对性别差异和性取

向提供了宝贵的科普，能够帮助包括她儿

子在内的学生走出黑暗。一位反对的家长

认为教材描写太露骨，并有鼓励低龄学生

性行为之嫌。包括昭阳的多数委员以3 : 2 
通过一个月内不对4到6年级学生进行3R
性 
教育。3R性教育教材为ACLU唯一推荐。

关注细分亚裔案 (AB-1726)

江河视野

2016-01-28 提案人Bonta，附议：邱信福, 
罗达伦, 丁右立等五人

禁止加州一切公共机构基于人种，
性别，和族裔的歧视。(1996年)

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谢家新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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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美惠  王  星

网站 2：www.yrcs.org/

加州 209 号宪法修正案

网站 1：www.longriverec.com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 ★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 

编    辑: Amber Jiang Ben Bielin 
Brandon Li Lucia Li Brian Liu Emily 
Yang Emily Sunada Alexander Zhu 
Michelle Ye Harvey Tripp

发行人: 顾丽青

顾    问: 李秋丹  麦  琪  张  琼

总    编: 张  锐

发行日期: 2018年6月3日

期刊号: 023-80603

★ 中国全面核查居民身份证件信息

2016-08-19 

★ 芝加哥大学宣布终止本科开设商科

★ 59国(含美国)人入境海南旅游免签

★ 为了安全，教育，繁荣，请投票！★

江河视野 (续)
警惕SCA-5 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欢迎全校师生及家长向本刊投稿 (中文word).请注明中文姓名班级并电邮至校刊邮箱 (见页首). 

美《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 势报告》 
明确20项科技发展趋势：

1.物联网 2.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 3.智能手机与云端计算 
4.智能城市 5.量子计算 6.混合现实 7.数据分析 8.人类增强 
9.网络安全 10. 社交网络 11. 先进数码设备 12. 先进材料 
13.太空科技 14.合成生物科技 15.增材制造 16.医学 
17.能源 18.新型武器 19.食物与淡水科技 
20.对抗全球气候变化

★ 中国领事馆提醒公众当心电信诈骗

★ 包括旧金山的6～8个加州城市连续三年 
列全美防保险欺诈局十大丢车热点城市榜

 ★  ★   祝同学们过一个安全，愉快，有意义的暑假   ★  ★

《旧金山纪事报》: 旧金山破车盗窃。2017年。报案: 31122。逮捕: 550。

★ 8月9日新规将严惩持F/J/M签证逾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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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公

司宣布: 
5G时代

将在今

年提前

到来。

5G覆盖 600MHz ,2.5~4.9 
GHz频段. 数率可达4Gbps. 
为4G的4倍. 据称首批合作 
伙伴有小米，OPPO vivo。

继《自然

》和《科

学》之后

，《细胞

》评选出 
2017年最

佳: 10篇论文, 4篇综述及 7 篇即时刻画。

網

欢迎向本刊投稿,向全校展示成果,表现才华,分享

信息.请注明姓名班级并电邮至校刊邮箱。

直接在皮肤上打印3D电子元件

有目共睹： 者

有心得志： 士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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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表示要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 
法制：指有关的法律制度

★   近义词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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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添

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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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公元602～664年)从小研究佛学精通佛教

经典。他发现翻译过来的佛经错误很多,于是就

决心到佛数发源地的天丝(今印度半岛)去取经求

学。玄奘于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出发西行。

他穿过大片沙漠。克服重重困难，整整走了一

年,终于到达天竺。玄奘西行游历了70多个国家,
留学天竺达15年之久，他的壮举感动了许多天

竺人。有的国王还派人为他抄录经典,他也把当

地失传的佛经介绍给他们。他还学会了天竺的

语言,参加那儿研究佛学的盛会,发表演讲。玄奖

的博学,受到天竺人民的尊敬。42岁时,玄奘带着

650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回国后,
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前后翻译

佛经74部,约1,300多卷。

【中国点滴】 

谚语： 菜刀越切越钝，锅铲越炒越尖

wǎng

发行日期: 2018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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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应用新里程: FDA 批准通过 
首款完全自主人工智能诊断系统

伯克利东亚所所长叶文心讲中国海事近代
史                        （侨报网 王旖涵摄）

yán

英国研发可编程液态金属

yìng
学  简  识  繁

该公司还开发了用于检测黄斑变性、阿尔茨海默病、心血管疾病和中风风险的算法。

2018年2月，FDA 批准通过了研判患者发生中风风险的 Viz.AI 诊断软件 ContaCT。

同时关于心脏病、癌症、儿童自闭症等疾

病的诊断算法也在近年全面开花。■
猜

字

迷  

xuǎn

選

这款叫做IDx-DR 的软件程序由IDx公司研发， 
可以在无专业医生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诊断。以
糖尿病病患为例，只需护士或医生通过使用特

案板底下放风筝——飞不起来

伊于胡底

★   汉字纠错   ★

歇后语:

明月有情常照我；清风无事乱翻书

vs

★   熟语连篇   ★

广告: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4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局长大腹便便【pián pián】, 
行动不便【biàn】。

多音字

殊的视网膜照相机拍下患者的视网膜照片
，随后按照 IDx-DR 软件的指示上传图 
像。软件将自动分析患者是否患有糖尿病
性视网膜病变及决定后续治疗。

格外大方

嚴

纲

應

应 选
点点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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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五月十一日，夏威夷的加拉维厄火山爆发了。

加拉维厄火山的岩浆流到了附近的居住区。一

千七百个人被这个岩浆从家里赶出去了。爆发

造成了5.0至6.9次地震。火山释放了大量的灰

和二氧化硫。 这导致许多学校因空中高数量而 
关闭，让人很难呼吸。夏威夷的风会把空气里

的灰分和二氧化硫 会带到别的地方。没有关于 
岩浆流入居民区造成伤害的报道。熔岩流在地

下开辟新的裂缝，导致更多有毒气体进入大气

层。这次拍喷发吸引了许多试图研究火山爆发

的地质学家的注意力，并设法更好地应付未来

爆发。

夏威夷火山喷发 

中国K6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 李蔚

五月十九日，包括能装载核弹的中国空军K6轰炸机

飞越了南中国海的中国岛礁。中国军方说，他们在 
“练习炸不同地方，看一看能扎多远”。 美国派了航 
空母舰在中国南岛群,看到了中国空军在飞。由于六

十年代在南中国海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周边国家如越

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开始陆续声称对岛屿的主权。

响大增。中国会让民间使用大麻合法化吗？首先，大

麻合法化与当前法律冲突。其次，若大麻种植推广开

来对于极端缺水的中国来说完全是灾难。“大麻合法化

”祸国殃民不可取。再者，大麻合法化会进一步导致国

内滋生、诱发毒品违法犯罪。“大麻合法化”祸国殃民

不可取。

英国皇家婚礼 刘逸豪

在五月十九日

，三十三岁英

国的王子，哈

利，跟三十六

岁美国演员，

梅根在温莎古

堡结婚。很多

各种各样从全世界的名人(像乔治克鲁尼，塞

雷娜威廉姆斯，和大卫贝克汉姆) 十万多英国 
人到温莎古堡来看梅根跟哈利的婚礼。这个婚

礼是把传统英国文化跟现代美国文化一起混和

。梅根是个美国人，她比哈利大三岁，已经离

婚过，是混血儿，而已经有了很成功的演艺事

业。哈利和梅根的婚礼表示我们世界上不断变

化的文化。

美中贸易 蒋安奇

重庆两江之星 别林本

五月十九日，中国同意把美国的货物与服务价

钱在中国大幅增加，以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

这是特朗普的管理团与中国官员在华盛顿的一

个专门谈贸易的会议中决定的。中国表示了如

果中国这样做的话，它们会给美国的增长和失

业带来很大的帮助。中国承诺会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的合作，而特朗普表示要“帮助习近平”，
允许ZTE购买美国产品。这两个国家答应未来

它们还会继续支持而帮助互相。

枪支控制 叶嘉宁

最近弗罗里达州高中及其他的校园枪击案使不

少人觉得美国须进一步严格枪支管制。民主党

人认为，携带武器的人越多，枪击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就越大。事实是枪击案越来越频繁。共

和党人则认为犯罪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守法公

民持枪实际上使社会更安全。

【编者按】AP班同学就当前高中生所谈论
的部分时事做一简单扫描。其中，李雅琪
同学就两个问题做了统计。

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今年5月16日，中国 
“零壹空间”在西北部 
发射了它的第一架

火箭，“重庆两江之

星”。重庆两江之星

使用固体燃料在306
秒中飞行了273公里

，最高速度达到声

速的5.7倍。最高高

度到达了38.742公
里。最大载重可为 
352公斤。这次发射

是中国火箭发展史

全球毒品持续泛滥，产量居高不下，制造、走

私、滥用活跃。国际毒情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影

大麻会在中国合法化吗? 杨晓劢

加州SCA 5议案风波   朱奕恺
2012 年加州参议员 Edward Hernandez 向加州 

参议院提出 SCA 5以期废止加州的209议案关 

于禁止大学根据种族背景招生的规定。2014年 

1月30日，加州参议院通过了SCA 5。但因为很 

多华裔美国人反对，议案在加州众议院做了大

幅修订始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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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般在哪一天做中文作业？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你在中文作业上花多长时间  (小时)？
< 1

1~2

2~3

3~4

>4


